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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 
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 
站著高聲說：「人 若渴了，可以到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 
中要流出活的江 河來。」約翰福音 4:13-14; 7:37-38                                                                                                                                          

 
 

 2017 年教會目標：“尊主為大：同成長，齊事奉”（弗 4：16）。   
  永恆的投資 
 

        ◆主任牧師<吳國華牧師> 

   生命是那麼的短暫，但若

以有限的歲月，投資在永恆的國

度裡，這是最上算的抉擇。感謝

神對我的呼召，以下我願以從蒙

召，事奉及瞻望三方面與大家共

勉。 

 

一． 蒙召的過程 

 

    我在 1974 年受洗加入教會，

就專心與哥哥一起做生意。當時

收入穩定，生活安定，但物質享

受不能帶給我喜樂。當時，教會

每年都有舉辦：「青年進修

營」。在營會中，神透過祂的話

語（耶 1：5-8）對我說：「我未

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

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

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我對神

說：「主啊！我不會，我也不

能，因我是年幼的」。神又

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

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

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

什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

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

在，要拯救你」。我向主禱

告說：「主啊！若祢真的呼

召我，懇求祢給我印証，好

堅定我的心，肯定祢的呼

召」。  

 

    在等候期間，神藉著：

「主的恩召」這首詩歌來激

勵和感動我，讓我看見千萬

同胞在等待，等待主的福音

恩召；白白的救恩在等待，

等待你和我去傳開。看哪！ 

田裡的莊稼已經熟了，主的

聲音在呼召。當我在邊唱這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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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詩歌邊流淚的時候，心中就默

默的向主禱告說：「主啊！我已

經看見，我已經聽到祢在呼召。

感謝祢呼召我這卑微渺小的器

皿，感謝祢給我有為祢收割庄稼

和開墾荒地的機會，求祢留一個

工作的機會給我！」  

 

    隨後，我就將自己奉獻給主

使用，專心一生以祈禱，傳道為

事，忠心事奉主。我 1983 年在

新加坡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 

1987 年畢業後回印尼母會事

奉。在新加坡神學院認識了師母

（曾翔麗傳道）。我們於 1990

年建立家庭，並在我的母會---印

尼棉蘭衛理公會華語榮耀堂事

奉。 

 

二． 事奉的經歷 

 

    在我三十年事奉的歲月中，

深深體會到：事奉神是一種榮耀

的福分，服事主是一份奇妙的恩

典，跟隨主是一條蒙福的道路。 

 

    在事奉的日子裡，有喜樂也

有痛苦。但只要清楚明白一切都

是為神而做，心中就有說不出的

滿足和喜樂。即使在繁忙的事奉

中，知道在主裡的勞苦是不徒然

的，就會更殷勤的來事奉主。 

每每看到信徒從慕道，信主，到

生命改變，接受陶造，靈命成

長，成為門徒，參與事奉。我心

中得著極大的喜樂和激勵，更加

積極的去完成主的大使命。雖然

在事奉的過程中，也有面對壓

力，挫折的時刻，但只要凡事依

靠主，全心仰望主，抓住主的應

許，就得力量剛强壯胆。（羅

12：11-12）「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

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恆切」。專心依靠住，有

主同行，就有信心，就有力量，

就有勇氣，繼續奔跑十字架的道

路。多少次的心灰意冷，也有多

少次的歡呼歌頌；寧肯叫淚水一

行行的向內心湧流，遙望著各各

他的山頂，就是至死也絕不退

後！ 

 

三． 生命的瞻望 

 

    自 1987 年開始事奉主至今已

經有 30 年了，在這漫長事奉主

的歲月裡，我的心惟有向神獻上

無盡的感恩，若不是神的恩典和

祂所賜的力量，我豈能馳騁在僕

僕的風塵裡，東征西戰，直到今

天！ 

 

    走過了事奉的道路：在印尼

事奉主 18 年，在美國事奉主 12

年。感謝主，蒙祂的引導，我和

師母於 2016 年 9 月來到了「紐

奧良華人浸信會」。踏上一條主

為我開拓的道路，在前面的路途

上，有許多迷失的羊在徘徊流

浪，等待著我們眾信徒引領他們

歸入羊圈。 

 

    現在，是我們仰望同一個標

桿！靜等著元帥的命令！為祂爭

戰。 

 

    今天，是我們吹起號角的時

刻，作主精兵加入陣列，引人歸

主。 

 

    只有將生命如感恩的馨香之

祭獻給主，蒙神喜悅，也成為別

人的祝福，生命才有意義，才有

價值。 

 

我活著若不能榮耀主名， 

生命於我有何意義。 

 

 我活著若不能訴說主愛， 

 生命於我徒然無意。 

 

 祂是宇宙的萬王之王， 

 祂為我被釘十架。 

 

 如今我活着是為了祂， 

 我的生命才覺得满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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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Worship Time 
 
 

中文崇拜 
Chinese Worship  

 10:00 – 11:15   

(普通話 - 粵語翻譯)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0:00 – 11:15 

                                          

英文崇拜 
English Worship  

11:30 – 12:30  

   

◆王光美姊妹 Sister Kim Lawler  

   英文堂事工傳道(English Minister) 

  
My name is Kim Lawler 

(Chinese name 王光美), and I 

am the English director and youth 

minister at NOCBC. I completed 

my undergraduate studies in 

Christian studies and psychology 

at Mississippi College in Clinton, 

MS and my graduate degree in Christian education at New Orleans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Between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chool, I lived in Changchun, 

Jilin and Lhasa, Xizang, China for 4 years, where I taught oral English in 

Chinese colleges （吉林花橋外國語學院，西藏社科學院）. While I 

lived in China,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culture, and language. 

When I moved to New Orleans in 2008, a seminary professor 

recommended NOCBC to me. I began attending NOCBC in August 2008, 

where I served as a volunteer middle school Sunday school teacher.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members of NOCBC instantly, and I continued to attend 

throughout my seminary time. 

 

       When I graduated seminary in 2010, I began working as a part-time 

youth minister at NOCBC. I became a full-time English minister in January 

2013. My duties include youth Sunday school and Bible study, English 

worship, young adult Bible study, VBS, and a yearly Taiwan short-term 

mission trip. 

 

       At NOCBC, we are lucky to have a youth group with both Chinese-born 

and American-born students. These 2 groups make our youth group unique, 

and we can serve the needs of both groups.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our 

group, we are able to learn to worship and study the Bibl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 hope our youth group can continue to grow and serve the 

needs in our community. 

 



 

4  

 

     ◆史迪威弟兄   
 
       校園事工傳道 

         (Campus Minister) 
 
            

         現在，當我再次回想起

神這麼多年來在我身上所施極大

的恩惠，奇妙的作為，以及充滿

智慧的引導，我心中只有對神的

感恩和讚美。 

  

    2006 年 8 月 26 日，我在南京

的莫愁路教會受洗。 那時我 18

歲，剛剛從高中畢業。  

  

    10 歲的時候，我被母親第一

次帶進教會。當我第一次進入教

會的時候，我內心很平安，也很

喜歡教會的氛圍；心中並沒有抵

觸反感的情緒。那時，雖然我對

神並沒有客觀的，清楚的認識；

但至少在內心裡，在主觀上，我

從來就覺得這位神才是獨一的真

神，並且祂離我並不遠，我對祂

也沒有陌生感。雖然不是每週都

去教會敬拜，但是只要去，我一

般都會選擇待在大堂聽道，並不

喜歡去兒童主日學上課；儘管我

聽不懂也不曉得牧師講的是什

麼；而且據我母親後來告訴我，

只要聚會結束，開始唱阿們頌的

時候，我就一邊「阿」，一邊哈

氣連天（我通常都是參加週六晚

上的聚會 ，而非週日早上，聚

會在晚上 8:40 左右結束）。  

  

    去教會沒過多久，母親每年

就從教會買掛曆掛在家裡的牆

上。每一天睡覺前，我都會看一

看掛曆上的每日金

句，有的句子能明白

些，有的則完全不曉

得是什麼意思。反正

如此堅持了若干年。 

 

    高中畢業那年的暑假，母親

徵詢我的個人想法，問我想不想

受洗。我表示願意，因為我心裡

的確確信這位神就是我的神，耶

穌是我的主。 所以就抓緊學習

慕道班的課程，經過牧師考核

後，受洗了。不過，說實在的，

現在回頭看，真覺得有愧。 因

為當時我對聖經知之甚少，甚至

都沒怎麼翻過。特別是，我對自

己是罪人這一點，認識得太淺，

對神的救恩，體會得也太淺。 

記得在教會寫個人信主經過的時

候，我寫到「我是個罪人，感謝

耶穌愛我，拯救我，赦免我的

罪。」旁邊有位基督徒阿姨還

說，「這小孩兒不錯，還知道自

己是個罪人。」無意間聽到她的

話，我愣了一下，在心裡問自

己，「我是罪人嗎？ 我有哪些

罪呢？」那時，我才突然發現，

我對罪的認識是相當模糊的；只

不過可能因為道聽多了，我本能

的，下意識的反應就是，寫信主

經歷，當然要說自己是罪人啦，

耶穌不就是為罪人死的嗎？真羡

慕現如今 Tulane 的一些學生慕

道友，受洗的時候，對聖經，對

罪，對救恩已經有比較扎實的理

解了。  

  

    受洗進入大學之後，母親提

醒我，「 你已經受洗了，可是

你每天不讀經，不禱告，不堅持

每週參加主日聚會，哪像個基督

徒？ 倒像假基督徒。」因為母

親略帶批評口吻的提醒，我給自

己下了死命令，除了每週要聚會

外，每天要讀 3 章聖經，早晚禱

告。 現在回想起來，這實在是

神在我心中動工，帶領我立志行

事。（腓 2:13）一開始，我覺得

讀經極其枯燥，更像是完成任

務。 有時為了趕緊完成任務，

就快快得讀，也不管是什麼意

思。但是感謝神，是祂帶領我，

說明我把每天讀聖經的習慣堅持

下來，一直到今天。 特別是，

祂逐漸賜給我好的屬靈胃口，讓

我越來越品嘗到祂話語的甘甜，

愛慕祂的話；開我的眼目，讓我

認識到神話語的真實，領受到其

中的亮光；在我灰心喪氣時，用

祂的話語，親自地堅固我，鼓勵

我。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把聖經

通讀了十幾遍，並且還在繼續執

行每天的讀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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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前後，出國前最後一

年，神開始給我機會在教會參與

服是。 我最先服事的是英文團

契，教些聖經英文，簡單地分享

約翰福音。在此之前，為了保持

住英文水準，我剛用英文把聖經

看了一遍，這對我在英文團契服

事有很大的説明。 在英文團契

服事之後，我才體會到，讀英文

聖經是神提前預備我。不久後，

我也被安排到了兒童主日學班，

教授簡單的聖經知識。 2010 年

暑假，一次難得的機會，教會的

一位執事和我被 Grace Asia 差派

到湖北省，拜訪當地的一些教

會，發送聖經，帶去問候。那是

我第一次走出本教會，拜訪其他

教會。 那次經驗也大大開闊了

我的眼界；見識到在中國的各

處，許多地方，都有忠心愛主的

弟兄姊妹。這一方面激勵我更加

愛主；另一方面，也讓我看到神

對中國教會極大的祝福。從那時

起，我天天為中國的教會禱告，

求神祝福，也求神能夠使用中國

教會拯救更多失喪的靈魂。 

  

    2010 年暑假過後，我來到美

國，麻塞諸塞州念書，在伍斯特

理工攻讀機械工程系的碩士學

位。感謝神，在伍斯特的教會，

繼續給我服事的機會，帶領我繼

續成長。我先後被安排擔任學生

團契的組長，並且在新約精讀班

教希伯來書。感謝神，在預備希

伯來書的過程中，突然發現原來

新舊約聯繫的是如此緊密，越來

舊約是指向新約，指向基督的；

這過程中，我初次接觸到改革宗

神學（即唐崇榮，林慈信等牧師

極力推廣的歸正宗神學），並對

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現在回想

起來，那是神為我日後去改革宗

神學院做鋪墊的工作。  

 

    2011 年的春季學期，一天晚

上，閒來無事，我無意中看到書

桌前的牆上掛著一件裝飾品，其

上有一句經文，來自希伯來書 

12:1-2 。這件飾品是之前一位基

督徒室友留下的。 來 12:1-2

說，「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

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

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

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中的耶穌。」神那天晚

上，那個時刻，用那處聖經一下

子抓住到我，觸碰到我靈魂的深

處。之前隱約有過全職事奉的念

頭，但考慮到一來，我來美國留

學不就是追求富足的物質生活的

嗎？而來，我那時越來越多認識

到自己是罪人，感覺自己不配事

奉神，神不會看上我的。但是神

藉著來 12 章的經文一下子處理

了我心中的顧慮。祂提醒我，

「不要背著世界加給你的重擔，

貪愛世界；你一切的罪，我已經

赦免了，你也要脫去，離棄纏累

你的罪，起來，跟隨我。」所

以，那天晚上，我就哭著，心跳

明顯加快地跪到床邊和神說，

「主啊，我把自己交在祢手裡，

我願意一生跟隨祢，事奉祢。 

只要祢肯用我。」但是因為我母

親在教會服事多年，她常和我提

到傳道人諸般的難處，我也向神

禱告，求神讓我稍微體會一下全

職事奉你是什麼滋味。  

  

    一個多月後，我在網上投實

習簡歷的時候，看到一個叫作 

Kaleo Mission 的宣教機構，就順

便投了份簡歷，結果就被錄取

了。所以 2011 年 6 月到 8 月期

間，我第一次來到了新奧爾良，

在新奧爾良做了 2 個月的宣教工

作。這期間，主要讓我學到兩個

功課： 

 

    1. 神愛世人。在宣教期

間，我碰到了許多無家可歸的，

酗酒的，吸毒的人。在代表教會

向他們分發食物和衣物，特別是

在向他們傳福音的時候，我感受

到了神對他們敞開的愛，即使他

們是社會上的邊緣人，被人遠

離，看不起。只要他們願意領受

福音，相信耶穌；他們就可以經

歷神拯救的大能和豐盛的慈愛，

從罪的捆綁中出來，生命被改

變，過正常的，有尊嚴的生活。 

因為我還接觸到另一些人，他們

曾經打架，坐牢，吸毒，酗酒，

流浪，但是領受福音之後，他們

的生命被改變，對人有愛心，熱

心地向和他們有類似經歷的人傳

福音，神也眷顧他們的生活，給

他們工作，即使錢不多，但過得

有尊嚴。 在他們身上，我真切

地感受到，「罪在哪裡顯多，恩

典就更多了。」（羅 5:20b） 

  

    2. 謙卑地服事。在宣教

期間，除了傳福音，我每天還要

協助預備飯食物，打掃清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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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廚房，餐廳，甚至廁所浴

室。 一開始，我心裡有很多抱

怨，覺得只有傳福音，教授聖經

才是「真正」的服事神，憑什麼

我得幹清潔，做飯的活？ 雖然

Supervisor 鼓勵我清潔做飯也是

事奉神，但我卻認為他是在欺負

我一個人又是外國人。有天晚

上，我特別軟弱，無論是體能

上，或是心理上。 我跪到宿舍

的床前，向神訴苦，抱怨說，

「我不明白祢幹嘛要讓我做這些

卑下的工作。」當我禱告的時

候，神又一次光照我，讓我看到

我不過是塵土，是敗壞的罪人。 

可是主耶穌不嫌棄我；祂愛我，

甚至為我死在十字架上來洗淨我

一切的罪。「得赦免其過，遮蓋

其罪得，這人是有福得。」（羅

4:7）沒有神，我什麼都不是。 

於是我開始向神感恩，感謝神洗

淨我的罪，揀選我成為祂的兒

子，熬煉我，使用我。感恩的過

程中，我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僕

人，神才是我的主，一個好僕人

要順服主人任何的命令。於是我

又禱告神，求祂降卑我，給我信

心和愛祂的心來每天服事祂。  

  

     那兩個月當中，每天，我的

體能都受到極大的挑戰；心裡也

又許多激烈的掙扎，考慮到底要

不要「全職」事奉神。但是感謝

神，祂熬煉我，也保守我，提升

我；兩個月過後，我感覺心裡的

力量和事奉神的決心更大了，我

準備要申請神學院了。 此外，

神在新奧爾良還為我預備了一份

特別的祝福，就是在新奧爾良遇

到了素冰，我如今的太太。  

  

     

    在講申請神學院和在神學院

的經歷之前，我需要提到一個特

別的經歷，這份經歷對我太重要

了，對日後的事奉工作有根本性

的影響，我在講道中也曾提到

過。暑假過後，回到伍斯特，很

快我就找到一份在公司的實習。 

公司在 Gloucester，麻州東部的

一個沿海小城市。從工作的地方

開車到大西洋沿岸只需 2 分鐘。

從學校到公司路途遙遠，我每天

上下班單程要開 1 個半小時車。

素冰（我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

太太），知道我不喜歡聽歌，就

給我錄了許多講道。所以有大半

年的時間，我天天聽兩篇道，上

班一篇，下班一篇。 一天，神

藉著講道，突然打動我，讓我深

深地意識到自己是惡劣敗壞的罪

人，想到曾經犯的許許多多敗壞

的罪，我感覺自己對不起神，不

配神的恩典，於是在車裡大哭。

有一個月的時間，我天天憂悶愁

煩，覺得自己不配活在世上，應

該去死。可是神卻扶持我，讓我

更深，更清晰地見識到了神對我

的愛，耶穌對我的愛是自發的主

動的。我的確不配神的愛，但是

神就是愛我了。 而且神的愛是

何等的長闊高深，祂白白地赦免

我一切的罪，還接納我成為祂的

孩子，屬於祂。對罪深刻的認

識，讓我對神的愛也有了深刻清

晰的體會；這激勵我，鼓舞我認

真地服事神。直到今天，當我軟

弱戰驚，想要退後，不想要服事

神的時候，只要神一讓我想到當

年的這段經歷，神在我這罪魁身

上所施的慈愛；我的力量，對神

的熱心就立馬恢復了。 感謝

神，在去唸神學院，事奉祂之前

能有這麼一份特殊的，深徹的，

與神面對面，經歷祂恩典和慈愛

的經歷。  

  

    2011 年底，我開始著手申請

神學院。我只申請了兩所，一個

是中文的神學院，在加州；另一

個是密西西比州的改革宗神學

院。兩所神學院都錄取我了，可

是我猶豫去哪家。神學院大都是

私立院校，學費昂貴，美國神學

院就更貴。再加上考慮到自己的

英文水準，讀英文書困難會很

大，我傾向於去中文神學院。但

是我當時的牧師鼓勵我去美國的

神學院。他說，「如果有機會，

你應該去英文的神學院。你申請

的學校非常好，即使貴，不要放

棄這樣的機會。而且，你要做好

準備，因為念英文神學院要吃更

多的苦，但是值得。」因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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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勵；再加上他為我爭取到的

教會資助，以及神學院給我的獎

學金，使得我暫無經濟上的掛

慮，我決定去密西西比的改革宗

神學院；而且那裡離素冰也近

些。  

  

    感謝神，把我帶到了改革宗

神學院。在神學院的 3 年間，我

越來越感到牧師的話是對的，雖

然辛苦，卻是值得。現在想到在

神學院的磨練，更多的是感恩和

快樂的心情。 進神學院的第一

個學期最痛苦，因為一下子從理

工科轉到文科，無論聽課，讀書

（一學期至少 6 千頁），寫

paper 都不太適應；後來逐漸適

應了。但即便如此，每一個學期

過完，我都要向神感恩，因為我

深信，若不是神給我力量智慧，

我任何一個學期都熬不過來。 

也要感謝我的一位叫 Nathan 的

室友，他比我早進神學院一年

半。是他開我的眼界，介紹我認

識到了歷史上以及當代，許多正

統的偉大的神的僕人，他們深知

神國的奧秘。他們的書作，常常

讓我倍感興奮；也讓我打開眼

界，認識許多關於神和聖經的真

理。此外，由於室友的「領路」

和自己這些年的積累，我也越多

瞭解到誰在某個領域有特殊的建

樹。比方，誰擅長講道，解經；

誰在婚姻和家庭方面有全面深刻

的見解；誰寫的關於教導青少年

的書很好等等。  

  

    除了在神學上的裝備，神在

經濟上也給了我豐富的供應，讓

我看到神的信實和奇妙。 其

實，學校的部分獎學金和伍斯特

教會的資助，還遠遠不夠覆蓋生

活上，學業上的全部費用。第一

個學期結束，我銀行帳戶上的一

點積蓄幾乎都用光了。 新學期

一旦開始，我就交不起學費，負

擔不了生活費了。我只好向神禱

告。 有足足一個月的時間，我

內心裡對神的信心和對經費缺乏

的焦慮互相搏鬥，對抗。我常常

一邊焦慮害怕，一邊禱告神。 

 

    感謝神，新學期伊始，學校

給了我一份在圖書館的工作（這

也是神奇妙的帶領，我會觀察教

授，學生通常看什麼書；留意哪

些書是好書，經典書目）。之後

不久，陸陸續續又有三間教會給

我經濟資助，其中包括新奧爾良

華人浸信會。在神學院三年間，

在經濟上，神從來沒有讓我缺乏

過，雖然也沒有什麼剩餘。出於

對神的感恩，也因為經歷過缺乏

經費的煎熬，臨畢業的時候，把

學校帳戶裡剩餘的一筆數目可觀

的經費，轉到了我一位華人同學

的賬上，他那時正因為沒錢交下

學期的學費而不敢選課。 

 

    畢業後，我就來到了新奧爾

良華人浸信會服事。很感謝這裡

的弟兄姊妹對我的關心愛護和接

納，神也讓我在這一年半的時間

裡學習成長了許多。 在新約班

服事，神讓我熟悉新約；在餐館

團契服事，神讓我鑽研舊約（餐

館團契在查創世記）。 在學生

團契服事，神促使我多多瞭解教

會外，社會上的文化思潮，並與

之交流；在餐館團契服事，神讓

我的資訊要更接地氣，貼近生

活。在學生團契，神培養我講福

音資訊；藉著在主日證道的機

會，神培養我去餵養會眾。 與

翻譯配搭，神使我語速減慢，講

道越發精煉；在英文堂服事，神

鍛煉我用英文講道，使我在神學

院的操練不至荒廢。 

  

    當我再次回頭思想自己這些

年所經歷的，越發覺得「 神的

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

過人的意念。」神按照祂的智

慧，計畫，慈愛，心意，引導祂

的每一位兒女更多地經歷祂，更

深地愛祂；也使得我們逐漸成長

為成熟的基督徒，成為神合用的

器皿。讓我們把一切頌讚榮耀都

歸給神，也甘心樂意地把自己完

全交在神恩惠的手中，讓祂引導

我們，製作我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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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夢想  

 ◆文|李懋平(2017執事) |譯|樊 莹                                              
 [耶穌] 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

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 (馬太福

音 18:3) 
 

    我的最早的童年記憶

停留在幼稚園時發生的一

件事情。老師發給所有的

小朋友不同的樂器來練

習，給我的則是一只直

笛。隨後我被選為這個小小的兒童樂隊的領隊，並

在一個特殊場合中擔任指揮帶領樂隊表演。那次表

演在市政府禮堂裏舉行，我已無法回憶起我們演奏

了什麼，只有父母為我留下許多照片，照片上的我

被打扮地像胡桃組曲(音樂劇名)裏的玩具錫兵。這

就是我在童年時所得到的音樂訓練和體驗。儘管當

時的家境富裕，但是父母卻毫無音樂背景，因此我

從未有機會接觸鋼琴或小提琴。幾位兒時小伙伴的

家裡都有鋼琴，而我卻最多只能偶爾敲敲鋼琴的黑

白鍵。但不知為何，那次難忘的演奏永遠深深地印

在了我的腦海裏。 
 

當我們住在紐約長島時，與周圍的人們一

樣，我從青少年時期至成年初期所接觸到的無非是

時下的流行音樂。雖然十歲左右在菲律賓受洗後曾

唱過福音歌曲，但是移民到美國後我的家庭就停止

了教會生活。除了著名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曲之外我

對古典音樂不熟悉。是的，我仍然記得八十和九十

年代的多數流行歌曲–它們就像瞬間的按鈕，勾起

我成長期間歷歷的鮮明往事。 
 

上大學三年級時，一位越南朋友向我提出挑

戰。那時我已經完成所有的醫學院預科的要求並被

醫學院錄取。我的朋友正在音樂系上一門鋼琴課並

且客氣的挑戰我也去修鋼琴課。他學習鋼琴的動力

來自一位女士，她大約在八十歲時才開始學鋼琴，

竟然在五年後就舉行了一場音樂會。我當然要接受

這個挑戰並且開始了我的第一堂鋼琴課。儘管當時

家裡還沒有鋼琴，但我時常坐在音樂學院的舊的史

坦威三角鋼琴前練習。同時決定上一門莫扎特古典

音樂欣賞課，就此也打開了探尋妙不可言的音樂世

界的大門。莫扎特的安魂曲深深地打動了我，以至

於在幾個月的時間內都是這部音樂伴我入睡。此後

我繼續上了大約四年鋼琴課，直至醫學院繁重的值

班時間表使我不得不放棄課程，也同時結束了我的

古典鋼琴技巧學習的巔峰時期。 
 

完成了住院醫師的訓練後，我繼續擔任了一

年專科管理醫師，期間我決定攻讀工商管理的碩士

學位。同班級的一位同學極力地鼓勵我參加

Jefferson 交響樂團的合唱團。剛開始時我還有些猶

豫，畢竟我沒有經過任何唱歌的訓練，也不知道怎

麼讀合唱譜。但最後我還是屈服了，於 1999 年加

入合唱團，逐漸地我學會了如何享受同大家一起唱

歌。多年過去了，通過觀察我也從合唱團的指揮身

上學會了對不同聲部的指揮技巧。自從進入醫學院

而放棄學習鋼琴後合唱團就成為我學習音樂的主要

渠道。 
 

    “ 耶和華啊，祢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

下，我起來，祢都曉得，祢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臥，祢都細察，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祢沒有一句不知道

的。祢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

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

的。”(詩篇 139:1-6) 
 

    你是否曾經疑惑為什麼某些事情會發生在你的生

命中？許多時候這些事情看似出自偶然也沒有什麼

意義。父母強迫你努力地學習並成為一名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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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在同齡人中出類拔萃。當然，你有自由意願

可以選擇如此做，這需要艱辛的付出。當你年輕

時，儘管所面對的困難重重，你仍然豪氣萬丈地認

為可以掌控自己的未來和命運。曾有一段時間我的

生命狀態就是如此，追求受人尊敬的職業、舒適的

生活和個人享受。然而事實上生活根本不在我們的

掌握之中。我們有自由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所謂的對未來的把握不過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海市

蜃樓。對已在“掌控”中的生活只需一個致命的打

擊，你為之奮鬥的一切便瞬時化為烏有---此時你才

恍然發現曾經煞費苦心設立的所有生活目標根本毫

無意義。 

 

    對我而言，這個打擊是一向身體健康的母親的瘁

然早逝。我仍然清楚地記得看到母親的 CT 掃描片

的那一天，作為醫生的我不得不面對眼前的事實﹕

母親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任何的職業、錢財、名

譽，都不能買回她多活一天的生命。就在那天，我

對生命的幻象徹底的破碎成千百片…，我看到自己

內心的空虛，以及隨之而來的極度痛苦。直到當我

能夠把我過去灌注在自己靈魂杯中的水全部倒空

時，我才醒悟，神早已預備用祂豐盛的恩典和生命

的活水重新將杯子注滿。正如主耶穌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

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來。 ”(約翰福音 7:37-3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 (馬太福音 11:28) 

 

    感謝神的憐憫和愛！祂已為我的生命設定計

劃，但我曾瞎眼不得見，祂卻用喜樂和祝福迎接在

外流浪的兒子回家。不錯，我們的生活中有死亡和

苦難，但在神確有永恆的平安。我們的造物主為每

一個人都有一個充滿目的的計劃。我們都曾經如羊

走迷並濫用神賜予的自由意志來拒絕祂。然而神如

此地愛我們，以至於不惜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生在

世間，並用自己的生命為我們的罪付上代價。出於

神的恩典，我們憑著對耶穌基督的信靠得到了出人

意外的平安、克服所有困難的希望和在祂的國度裏

享有永恆生命的應許。 

************************** 

     2017年教牧團及執事部同工 
 

主任牧師﹕吳國華牧師 

    助理傳道﹕王光美(Kim)傳道(英文事工) 

              史迪威傳道(校園事工) 
 

         執事部﹕趙德華、羅盤、陳威峰、李懋平、 

             鄔小琤、李益群、王嘉琭。 
      

    請常常為教會、教牧同工及執事代禱。 
 

         
 
  

其他事奉職位 
                Other Serving Positions

˙教會司庫 (Church Treasurer) ﹕李修文  (Gordon )     

˙教會文書 (Church Secretary) ﹕ 

     羅盤(中文) 、王嘉琭 ( 英文)                   

˙中文崇拜 (Chinese Worship) ﹕ 

     吳國華牧師、李懋平 ( David) 

˙英文崇拜 (English Worship) ﹕ 

    吳國華牧師、王光美( Kim) 

˙兒童事工 (Children's Ministry) ﹕ 

    吳曾翔麗、胡靜、康永廉 ( Andy  ) 

˙教會維修 (Church Maintenance Committee) ﹕羅盤   

˙關懷 (Caring Committee) ﹕吳曾翔麗、趙德華     

 

  資產委員會 (Church Board of Trustees ) ﹕ 

˙主席﹕趙崇國   ˙文書﹕李懋平(David)    

˙委員﹕曾穗君、楊東來    

 

財政委員會 (Finance Committee) ﹕ 

˙趙德華 (Dehua Zhao) 、李修文 (Gordon  ) 

李懋平 ( David) 、徐慕蘭(Susan )、 

杜良銓(  Julia ) 

 

教會事奉同工 



 

10  

 

   一切榮耀, 感謝和讚美歸於神 
 

                                ◆鄭杜良銓(2013-2016執事)  
      

    今日（十二月

十一日）在教會會

員大會之後，姊妹

在午餐時來找我，

要我為活水月刊寫

個見證。我的第一

反應是“哦！ 不

行！我不是一個好

作家“。但我還是

告訴她，讓我先禱

告一下吧。然而，在我下午回家後，過去四年我在

紐奧良華人浸信會做執事的經歷一直在腦海中出

現。我擔心，如果我閉囗不言，這些石頭必要呼叫

起來（路加福音 19:40）。因此，我決定寫下我的

見證。 

 

    除了 2016 年的最後四個月，我做執事的四年與

教會沒有自己牧師的時期是吻合的。在這段時間

裡，我們都見證了神對於紐奧良華人浸信會的恩

典，憐憫和慈愛，使我們的教會在這困難時期不畏

縮，相反的，我們目睹了弟兄姐妹對神的愛，以及

大家一起同工來榮耀神和維持教會。  

 

         我想舉幾個例子: 

 

1. 我們讚美神，因為林經綿和趙崇國的幕後工作, 

邀請牧師以及努力為他們安排招待和住宿，使

我們每個星期天從牧師講道中受益。從會眾的

角度看，這似乎很容易。但是，如果不是神的

恩典，許多次我們幾乎沒有牧師講道。 

 

2. 我們讚美神，祂在這段期間，提供史迪威在校

園服事，當時有大量的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來

到紐奧良。經過他的努力，加上杜蘭團契領導

人楊東來、楊松桂等等，和星期日受浸班的鄔

小琤和李益群愛心的教導下，許多學生和學者

在過去四年能認識主。 

 

3. 我們也讚美神，因為李懋平的貢獻，使我們每 

   個星期天都能享受教會的詩班。每年復活節和 

   聖誕節音樂特別節目都是非凡的。許多訪問牧 

   師都很羨慕我們的詩班和樂器演奏者的技能和 

   音樂。這都是因為李醫生不斷祈求神聖靈感動 

   和引導的結果。 

 

4. 我們為羅盤讚美主。他每年安排靈修營和福音 

    營。不僅是講員優秀，而且營地也很美好。沒 

    有人會知道他花多少心血安排所有的細節，使   

    這些退修營可以順利進行。同時他也負責教堂 

    的維護，使我們可以很舒適地來敬拜主。 

 

5. 我們為暑假聖經班和短宣活動讚美主。由於

Kim Lawler、 Andy Kennedy、簡素珍, 、胡靜和

其他兒童班老師們辛勞地籌劃，使許多孩子聽

到耶穌。有些孩子甚至希望暑假聖經班可以持

續整個暑假。短宣在後勤和策劃方面更是困

難。讚美神，祂賜给我們短宣隊長霍永明、林

綺文、 賀台貞，和其他成員才能和愛心，將福

音傳給台灣。今年還在汪國順和王晉江的領導

下有一個團隊到中國廣西。 

 

6. 在這四年裡，我們有歡樂的機會，但也有流淚

的時刻。神把我們所親愛的七位弟兄姐妹接回

天家。然而，每當我們的教會肢體受苦難時，

教會成員加倍努力向受苦的家庭表示我們的愛

和支持。例如當曹瓊月姊妹生病時，在最後五

個月，姐妹們陪同她去化療、驗血，準備飯

菜，並為她禱告。在 2015 年，我們教會聽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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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國船員，任懷寶， 在工作時腳被嚴重傷

壞。事故發生是在紐奧良港口。懷寶不認識任

何人，也不會說英語。再次，我們的弟兄姐妹

加緊幫助和支持他。當我在安排這些關懷活動

時，我看到弟兄姐妹把對神的愛在對一位素不

相識的年青人身上自然地流出， 深深感動。我

知道他們在工作和家庭上都很忙碌，但他們願

意從百忙中抽出時間去探訪，提供資訊，與他

一起禱告。因為他想吃中國北方菜，所以有人

從餐館買食物，或在周末為他做餃子。當他被

關在 Lafayette 看守所時，有人甚至開車三個小

時單程前往探訪他。讚美主！ 

 

7. 當我們在為這些事情忙碌時，我們在 2012 年成 

     立了聘牧委員會。我曾幾次向執事會提及，希 

      望找到一位牧師，也有師母願意和他一起事奉 

      主。有些執事認為很難找到這樣的牧師。當我 

      在 2015 年 4 月加入聘牧委員會，並第一次與 

      吳牧師和師母交談時，我真是喜出望外。我感  

      謝主祂應允了我這小小的禱告。 

 

    總之，我非常感謝主給我機會在過去四年裡在紐

奧良華人浸信會事奉主。我不但從執事會成員，而

且也從教會的弟兄姐妹那裡學到了很多功課。感謝

讚美主！祂帶領我們穿越高山也經過低谷。祂不離

不棄的愛永遠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將一切榮耀，感

謝和讚美歸於神！ 

 

        代禱事項 

**************************** 
1.感謝神帶領保守我們進入新的一年 2017， 

  懇求神賜給我們力量，靠著祂奔跑前面的路。 

 

2.感謝神賜給我們有一個屬靈的家：紐奧良華人浸  

  信會。為牧師、師母、傳道人禱告。 

 

3.讓我們常存感恩的心來愛主，積極事奉神，殷勤 

  火熱，忠心合一委身在基督裡，帶出事奉的美好 

  果效。 

 

4.懇求主保守弟兄姐妹都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 

  有美好的生活和見証來榮耀主的聖名。 

 

5．為執事 2017年度禱告： 

  （趙德華、羅盤、陳威鋒、李懋平、鄔小琤、 

    李益群、王嘉琭）。 

 

6.為教會在 2017年的方向和推展的事工禱告， 

  求神幫助各項聖工都可以更好的進行。 

 

7.為教會各團契禱告：婦女福樂會，活水，UNO，  

Tulane，粵語，Slidell，餐館，英文，兒童。 

 

8．為主日學（2017共六班）禱告： 

* 基督徒生活指導班 

* 三福佈道班 

* 慕道班/初信班 

* 粵語主日學 

* 恩典主日學 

* 受浸班 

 

9．為肢體的需要禱告： 

* 寇為虎弟兄 * 賴德正弟兄 * 龐國麗姊妹。 

 

10．記念世界上有動亂的國家和地區，願聖靈保守 

當地的人民，能有和平的生活和人身的安全！ 

為世界和平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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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客 
   ◆趙崇國(資產委員會主席) 
                                                        
      多年前好像曾與大家以"過客" 為題分

享，那時大概是年愈知命，如今卻花甲已過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退休後曾與妻，

兒，媳及女兒兩次回歸故里一解鄉愁，惜近

兩年諸事煩忙未能如願再度遠行。 

 

    可是過去一年多在美南，美北不斷遊轉，

過了一段日子後突然感到有如 "此身如傳舍，

何處是吾鄉"(蘇軾) 。雖然回到家中卻猶如在

旅舍渡日! 只因安頓下來之後過不了幾天又收拾行

李再度出發。 

 

    這一震撼使我遽然驚覺那裡是吾"家"？難道真是

"夢裡不知身是客"（李煜）？難道是生活在虛擬世

界中？在大洋兩岸流浪了六十多年還沒有真正找

到了可以安身的樂土？ 一連串的問號湧上心頭！

猶辛一生未逢戰亂，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環境中真

是要衷心感謝神，但周遭的環境及人與事卻不斷

地向我說話，這個地上的家只是暫時居所，終有

一天我們要離開，往那裡去？那就要看我們的選

擇了，聰明人將他的家建在神的國度裡，因為那

裡沒有風，沒有雨，只有愛和喜樂，這是我們一

生所響往的環境。但，我們一生很多時總是不如

意事常八九，歡樂時光卻很快便溜走，風風雨雨

卻是常隨著我們，回首過去漫長的人生路都是在

神的恩典帶領下走過。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

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約

14:3）神自創世以來一直為我們預備了美好的家，

並盼望與我們同在一起。 

 

         新的年度又開始了，你找到了你的"家"嗎？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

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

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

一個更美的家鄉....... （希伯來書 11:13-16） 

 
  《與弟兄姐妹共勉》 

 
再懶---也要記得讀經， 

再累---也要記得禱告，  

再忙---也要記得聚會，  

再窮---也要記得奉献，  

再缺---也要記得感恩，  

再愁---也要記得讚美，  

再煩---也要記得微笑，  

再苦---也要學着堅持，  

再痛---也要學着寬容， 

再怨---也要學着忍耐，  

再怒---也要學着温柔，  

再傷---也要學着去愛，  

再餓---也要學着禁食，  

再難---也要學着信靠！ 

【摘錄自：福音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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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介紹 
        ***************************** 

         時間：星期日上午：11:30 – 12:30     地點： 紐奧良華人浸信會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 3：16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

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詩篇 1：1-3 

 

1.      慕道班 (教師：汪國順弟兄) 

 

慕道班主要是為不是基督徒，願意更多地了解認識

基督教信仰的朋友預備的。這個班的主日學老師會

淺入深出地講解基督教信仰。課堂上除了老師的講

解，還有問題解答和討論。 
 

2.     受浸班/基要真理班 

       （教師：鄭淮南弟兄、Julia 姊妹，) 
 

受浸班是為已經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准備接受浸

禮的朋友預備的。這個班的課程有 15 個基要真理

專題。目的是幫助學員清楚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

義， 建立扎實的信仰根基。准備參加浸禮的弟兄姊

妹需要在浸禮前完成前 5 課（神，我是罪人嗎？得

救之路，重生，浸禮）的學習。課堂上除了老師的

講解，還有很多討論時間。 
 

3.  基督徒生活指導班 （教師：吳國華牧師） 

 

箴言則是一本基督徒的生活指導之書，箴言注重的

是行為，論人在人面前的生活，教導人待人處事的

經典。箴言所論的是「做人的智慧」，一個人要懂

得如何完美的生活，必須以上帝為中心，向上帝支

取屬天的智慧，將祂的教訓實踐在每天待人接物的

生活當中。箴言可以說就是這樣一本實用的「基督

徒文化基本教材」。本課程要讓我們學習做智慧人

的秘訣，立志追求過榮神益人的生活，幫助我們更

加確定人生的方向，經歷生命的長進和改變。指引

我們願意追求高尚的品格和美好的靈性。讓我們存

敬畏神的心來學習神的話，使我們可以步出愚昧走

向智慧。  
 

4. 三元福音倍進佈道班（教師：吳師母） 
 

「三福」不單是一種個人佈道法，「三福」是一種

個人佈道的訓練法。「三福」的口號是：「訓練一

個得人的漁夫，比單單拯救一個靈魂重要；訓練一

個得人漁夫的訓練者，比單單訓練一個得人漁夫更

為重要」 。「三元福音倍進佈道」包括四方面：

(1)建立友誼、(2)領人歸主、(3)訓練門徒、(4)健康

增長。這課程最終是訓練信徒成為得人漁夫，包括

在教會和在日常生活中佈道，也裝備信徒能夠訓練

其他信徒成為得人漁夫，並且使信徒幫助初信者作

主門徒。「三福」共 12 課。1 月 8 日開課。 參加

的弟兄姊妹需要提前報名。 
 

5. 粵語查經班 (教師：林綺文、趙淑華姊妹) 

 

這個班是為說粵語的弟兄姊妹預備的。主日學老師

根據學員的需要選擇學習的聖經書卷。 
 

6. 恩典院查經班  (教師：恩典院弟兄姊妹) 

 

這個班是為信主多年希望在靈命上能有進深的弟兄

姊妹預備的。由恩典院的弟兄姊妹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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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 契 動 態 
      ****************************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週三晚 Wednesday   7:30 pm 

      聯絡：吳國華牧師  

   聚會地點：教會 
 

同心合一禱告，蒙上帝賜福。 

弟兄姊妹來全心赴會，領受豐盛的應許。 
 

►活水團契  Living Water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7:00 pm 

   聯絡： 林東弟兄  

   聚會地點：教會 
 

每逢星期五晚上大家先一起聚餐。七時四十五分

開始屬靈筵席(詩歌頌讚、聖經研讀、見證分

享，共沐主恩) 

 

►婦女會/福樂會  Women's / Blessing Fellowship 

      週四 Thursday  10:00 am  

      聯絡：杜良銓(Julia)姊妹 

      聚會地點：教會 

 

2017 年(一月至二月)活動計畫： 

1/19：研讀聖經 – 吳國華牧師, 

1/26：慶祝中國新年   2/2 ：研讀聖經 – 師母,  

2/9  ： 健康講座 –趙福生姊妹 

2/16：福音好消息(YouTube), 2/23 ：讚美操–師母 
 

►杜蘭學生福音團契 Tulane Student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00 -  8:30pm 

    聯絡：史迪威傳道、温浩弟兄   

    聚會地點：Chapel of the Holy Spirit         

    1100 Broad Way, New Orleans, LA 70118 
 
Tulane 大學團契主要面向在杜蘭大學的中國留學

生，訪問學者，教職員工；以及在杜蘭大學附近

生活的中國家庭。團契分為兩個班：基督徒班和

慕道班。基督徒班旨在用聖經餵養造就基督徒，

並為他們提供彼此交通堅固的平台。慕道班則是

向對福音感興趣的慕道友傳講福音，帶領人明白

救恩，信靠耶穌。 

 

►粵語團契 Cantonese Fellowship 

      週日晚(每月一次) 5:30 pm 

      Sunday (Once a Month)   5:30 pm 

      聯絡： 趙崇國弟兄   

   聚會地點：教會 
 

                        <福音粵曲專欄> 

一群喜歡唱粵曲的基督徙，將聖經裏的話語融合

粵典調子裏，這種獨特演繹風格來榮耀神，不單

單是自己有得著，更可以幫助一些只喜歡唱粵曲

的慕道者從而認識神，從這一期開始我們會和大

家一起分享不同的福音粵曲，希望大家能慢慢閱

讀，尋找和領會更多過中的真理。    

------------------------------------------- 

福音粵曲-- 主恩情無限 ( Noel 填詞 ) 

(粵曲：鳳閣恩仇未了情;調寄：明月千里寄相思) 

 

孤身似落雁、遍歷了風雨縱橫、俗世垂白眼、 

人情淡,全為了私心意念,傷害充斥滿世間。 

垂淚慨嘆,有幾人,願意真心相關,見憂患情就冷, 像

隔千山,悲呼喊、愁懷淚暗彈。 

主釋我疑幻、似父愛真摯關懷、令我愁盡散、 

情無限,神為我解憂患,感主恩親臨我心間。 

雲霧已漸散,讚主父神、大愛充斥于世間, 

捨身降下,嘗十架,讓愛子肩擔,恩深厚義欲報難。 

 

(朗誦; 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一生已認定,你是我主我王,萬世傳頌讚。 

南來雁,曾歷劫風霜患難,千拜謝,主恩情永相關。 

 

情盡愛盼,勸君莫愁,罪已基督肩擔,救君脫難,  

猶未晚,父盼子歸返,一生暢聚樂滿還。 

花香常漫,吐艷似呵氣香蘭,父愛瀰漫散。 

情無限,如日照,真光多燦爛,得救贖,  

主恩憐永不減。 

齊共唱讚,我主父神,大愛施恩千世間,  

去災劫難,情共挽,讓愛火相攀,  

宣主愛同攜萬里行! 

 

mailto:james_ng@att.net?subject=NOCB%20Prayer%20Meeting%20Website%3A%20E-Mail%20Comments
mailto:dlin6@tulane.edu?subject=Living%20Water%20Fellowship%3A%20Contact%20Inquiry
mailto:hwen1516@gmail.com?subject=NOCBC%20Tulane%20Fellowship%20Website%3A%20E-Mail%20Comments


 

15  

 

►Slidell 團契  Slidell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40 – 8:30pm    

 聯絡：王晋江弟兄 225-287-0005 

 聚會地點：王晋江弟兄家     

510 Winbourne Dr, Slidell 

 

活動內容： 

 6：40 PM - 7：00 PM 唱詩,   

 7：00 PM - 7:40 PM 查經分享 

 7：40 PM - 8:00 PM 禱告   

 8:00 PM - 8:30 PM 自由交流  

 

►UNO 學生福音團契 UNO Student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30 pm 

     聯絡：石志敏弟兄 
     聚會地點：Edgewater Baptist Church 

     5900 Paris Ave., New Orleans, LA 70126  

       

UNO 學生福音團契成立於 1990 年，由一群熱愛

主、願意為主作見證的基督徒和渴慕真理的朋友

組成。團契宗旨是篤行肢體之間在至聖真道上的

彼此造就和關懷，並為 New Orleans 地區的留學生提

供溫暖的校園之家。歡迎朋友們與我們一起共品

主愛的甘甜。  

 

我們每週五聚會，内容包括晚餐、詩歌、查經、

主題分享、個人見證，提供兒童看顧。同時我們

還定期組織形式豐富的團體活動，如中秋晚會、

迎新聚會、新年晚會、金秋採橘等。以我們的愛

心幫助華人學生學者儘快適應異國他鄉的生活，

來傳揚神的慈愛。 

  ►餐館團契  Restaurant Fellowship 

週二晚  Tuesday  10:30 – 11:30pm   

聯絡： 陳彩嬋姊妹(余太太)    

聚會地點：Imperial Garden Restaurant 

 (3331 Williams Blvd, Kenner) 

 

主要是在這週中，給在餐館工作的基督徒提供敬

拜神，學習聖經，彼此交通代禱的機會，使得弟

兄姊妹從神那裏得到属靈的餵養和堅固。餐館團

契也面向所有在餐館工作的華人同胞，幫助大家

明白福音，認識神，藉着信靠耶穌基督領受從神

而來豐盛的救恩。 
 

 ►英文團契    English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7:00 pm   

       聯絡： Kim Lawler      

     聚會地點：教會 
 

Every Friday night from 7:00 pm - 9:00 pm 

 at the Church or Members' House. 

 Contact：Kim Lawler (English Ministry Chief Director) 
 

 2017 English schedule： 

  Friday, 1/6：Youth group back to school party 

 Sunday, 1/29： English cleanup after lunch 

 Friday, 2/24： Youth group Mardi Gras party 

 FebruaryBegin volunteer and student sign up for VBS  

 (May 29-  June 2017)  

 

   ←英文團契↑ 

  

tel:225-28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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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團契 

      ↑活水團契↓ 

↙UNO團契↓                    

  
 

 ↓Tulane 團契                          ↓ Slidell團契  ↘ 

                                                                                                     
                                                    
← 婦女會/福樂會     主日學老師與可愛的學生↓ 

                                                                        
←餐館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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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的責任：崇拜，感恩，奉獻 
                             ◆ 指揮：李懋平(David) 

 
     

   「你們要讚

美耶和華！在

神的聖所讚美

祂，在祂顯能

力的穹蒼讚美

祂！要因祂大

能的作為讚美

祂，按著祂極

美的大德讚美祂！要用角聲讚美祂，鼓瑟彈琴讚美

祂，擊鼓跳舞讚美祂，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

美祂，用大響的鈸讚美祂，用高聲的鈸讚美祂。凡

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篇 150)」 

 

    崇拜是教會屬靈生命的表現，揭示信徒們對神的

愛，感恩，認識與讚美。「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約翰福音 4:24) 」 教會必

須以慎重莊嚴的態度對待崇拜，因為神偉大可

畏。 崇拜時主蒞臨於我們中間，叫我們既

畏懼，又驚訝，更喜樂。我們思念神的恩

典，心中湧出無法形容的感激，情不自出

的要將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呈獻給神。神

創造了整個宇宙和我們，一切都屬於祂

的，我們只能全心全靈全力的讚美祂。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

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祂

的名，天天傳揚祂的救恩。(詩篇 96:1-

2) 」 

 

    詩班代表教會以美好的詩歌與音樂向

神讚美。音樂不應拘於一格，古典也好，

流行也好，只要是好的音樂，恰當地在 

 
 

崇拜中使用，都可以榮耀神和提昇會眾崇拜的心

靈。不同類型的樂器可以在神的聖殿中使用，每個

民族都可以用自己的音樂來讚美神。最美好的詩歌

是選擇靈感來自聖靈或聖經的歌詞，配上優美動人

的曲調和旋律。 

 

    詩班成員必須是信徒，有音樂事工的負擔和歌唱

樂譜的知識。最主要的是擁有個讚美的心來與其他

詩班成員合一。在永恆的天堂，所有的信徒都要永

永遠遠讚美 神。在短暫地上人生，信徒們可以在詩

班中開始喜樂地學習經歷那榮耀的崇拜，衷心的感

恩，與順服的奉獻。 

 

    在德國新教改革期間，馬丁路德再次強調了崇拜

音樂的莊嚴重要性。古典德國詩歌充滿了對神的尊

重和敬仰。2016 年的聖誕節，詩班奉獻「德國聖

誕 」，以傳統德國聖誕頌歌來表達本教會信徒們對

神的崇敬與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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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圖書館     

        ********************                               
 
► 資訊： 

      教會所有書籍已編排整理完畢。 

 

► 地點： 

      教會進門右邊第一間教室。 

 

► 開放時間： 

      主日  12:30-1:15PM 

 

► 如何申請圖書證： 
      至同工處填寫登記表取圖書證。 

 

► 外借書籍期限： 

       每次限期三星期。 

 

► 逾期罰款： 

       逾期歸還的外借圖書館書籍須繳付款$一元, 

   (一星期為基準)。所得款項用於購買新書。 

 

► 圖書館目錄： 

      http://nocbc.org 或 http://chinesebaptist.us 

 

   ► 負責人： 
     吳曾翔麗 

      

   ► 管理員： 
       陳正、陳敏、張家英、吳允芳                 

 

 

 
 
 
 
 
 
 

 
 
►新書介紹 
 
【作者簡介】黃小石，畢業於台大學物理系，

於 1969 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物

理學博士學位，並任教於若歌大學物理系 (Rutgers 

University)。自 1976 年起，在美國艾克桑石油公司

的研究部門擔任物理企劃主管，並從事研究工作達

廿二年(1976~1998)；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資深研究

員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並同時以長老身分在

紐澤西州的若歌教會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 ian 

Church)事奉，為若歌教會創始人之一。黃長老曾任

華福科技佈道事工主任、眾聖徒協會董事等職，並

任基督使者協會董事會主席多年，在各地擔任佈道

會、培靈退修會講員。 

 

     書名：天河拾貝 

       【內容簡介】 

      

      本書相當於一部簡明天

文學概論：在輕鬆幽默中，

帶領讀者認識天文學的基礎

知識。本書也如同一部簡明天文學史：引經據

典，述說古今中外天文故事與天文探索歷程。

作者從宇宙的起源、星星的誕生、八大行星與

彗星，談到天文觀測的方法、宇宙的大小與年

齡……等，從中可看到古今中外的天文傳說、

人類探索太空的歷史進程。  

 

    除此，身為科學家同時也是基督徒的作者，

也分享了自己在科學中，如何以神的角度對宇

宙進行更多的思索，從而得到智慧。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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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回顧分享 
   ********************* 
►3/27：主耶穌復活 Easter Sunday 詩班特別奉獻。 

►4/2：教會大掃除 Annual Church Cleaning Day。 
 
►4/9-4/10：春季靈修營 In House Retreat  

   主題：在基督裏結生命之果 / 講員：梁中杰牧師 
 

►4/29：年度教會音樂日 Annual NOCBC Music Day 
 

►5/30-6/3：VBS NOCBC 

►7/16- 7/20：台灣花蓮瑞穗國小短宣 

►7/16- 7/20：台灣短宣隊與花蓮少年學園學生 

       ►7/16 – 7/20：中國廣西孤兒院短宣 

      

►9/ 1：  

歡迎 

吳國華 

牧師 

及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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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5： 生之追尋福音營 Living Water Retreat 。 
 
►9/3：貝市洪水救災 Baton Rouge Flood Relief。 
 

►11/24： 感恩節特別聚會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受浸弟兄姊妹(照片左起)：卓睿璇、于亦敏 

  郑定、郑紈、于盛金、邹新樂、牧師 

 

►12/10： 

 陳吉英姊妹與

Alfred Tonguis Jr 

在教會舉行 

結婚，由 

吳國華牧師 

證婚。 

 
 

►12/11：在大堂召開本年度第二次會員大會，會中 

(1) 通過 2017年度執事: 趙德華、羅盤、陳威峰、  

李懋平、鄔小琤、李益群、王嘉琭。 

(2) 通過 2017-2019 教會資產委員會：  

(主席)趙崇國、(文書)李懋平   

(委員)楊東來、曾穗君。 

(3)歡迎新會友：陳正、朱劍、林東、陳愛霞、 

   余世永、楊敏霞、桑振華、劉洪。 

 

►12/24： 

(週六晚聖誕

夜)在教會舉

行慶祝耶穌

降生的聖誕

節特會。 

 

 

►12/25：(聖誕節主日) 詩班音樂特別奉獻 

 (“德國聖誕”)歡慶救主耶穌基督的誕生。 


